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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张静文 邓立平 吴金莲

“满伢子满妹唧有出息，忙里偷闲来看哈
哩（我们）乡下贫病之人，这份乡里乡情难得
啊！ ”8月12日上午8时，2017年湘雅醴陵籍专
家健康扶贫行动大型义诊活动在瓷城醴陵市
中医院举行， 前来续诊右股骨颈骨折病的该
市今年78岁的廖际明奶奶高兴地说。

义诊活动主题为“湘雅乡情，精准健康扶
贫送健康”。 廖奶奶家住醴陵市均楚镇金山居
委会金盆地组，这里距离城区数十公里，是个
穷山区，其儿廖友生年逾五十，因家境贫寒早
与妻离异，其孙廖港玉年仅20岁，却有语言障
碍。 家里人不是老就是残，又如何付得起9个
月前不幸骨折的廖奶奶的巨额治疗费用？

“这下可好啦，市里配合‘湘雅乡情，精准
健康扶贫送健康’ 推出了一站式门诊全免费
就诊服务，包括抽血化验和做心电图、B超、放
射检查与免费送药等， 对需住院患者还实行

一站式服务办理入院手续诊疗。 ”陪同母亲来
复诊的廖友生如释重负地说。

据了解，2016年6月， 在醴陵市委积极推
动下，由市委组织部和市卫计局牵头，组织开
展“湘雅乡情，醴籍专家行”活动，在该市中医
院等3家医院设立专家工作室， 自此以来，70
多位湘雅醴籍专家每周周末轮流如约而至坐
诊，并开展师生结对帮扶、进行学术讲座，提
升当地医技水平。

以此为契机， 着眼于从根本上帮助贫困
户解决病痛困扰， 醴陵市卫计系统推出实行
健康全管理和就医全兜底的两项保障。 一方
面将全市“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9358名贫
困人口纳入了精准健康管理， 在各基层医疗
机构实施“湘雅乡情”跟踪随访服务。 同时明
确， 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市内定点医疗机
构就诊，除按照医保相应政策报销外，还据其
所患疾病种类，享受健康扶贫医疗救治政策，
确保所有贫困人口看得好病。

“湘雅乡情”活动还带动省人民医院、省

儿童医院、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省中医药
研究院附属医院及株洲市中心医院等省市两
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醴陵市各级医疗机
构，快速提升了当地医疗管理、技术和服务水
平，有效解决了当地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
题。

1年多来，“湘雅乡情”带动上级中西医知
名专家来醴陵坐诊达400多人次，开展基层扶
贫集中义诊5场， 举办各类医学学术讲座38
场，以及进行科内查房讲课200多次，示范大
型手术20多台次，培训医务人员5000多人次，
受益群众多达2万余人次。

另据当天统计， 参加大型义诊活动的专
家有7位，其中4位为醴陵籍湘雅附一、附二医
院专家，其他3位分别来自省人民医院、省儿
童医院及株洲市中心医院， 他们与醴陵市中
医院医务人员一道，为该市13个镇、村的47位
精准健康扶贫对象进行了全程免费医疗救
助， 并对5位因病情特殊需住院调理患者，实
行由专人陪护的一站式服务。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现在拍卖一幅书法作品， 底价100
元……” 8月13日， 新田县体育馆一间小
会议室里， 人们纷纷举牌， 购买爱心人士
捐赠的物品。

原来， 这场拍卖会的目的是为该县两
名贫困学生筹集学费、 生活费。 该县骥村
镇黄栗山村、 陆家村14岁的俊杰、 可可，
分别与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俊
杰、 可可还四处捡垃圾， 减轻爷爷奶奶的

负担。
新学期开学在即， 为了让两名孩子不

为学习、 生活发愁， 为他们创造一个较好
的学习、 生活环境。 该县爱心人士决定为
他们举行一次爱心拍卖会， 筹集善款。

记者看到， 现场有30件物品参加拍
卖， 不少父母带着孩子参加竞拍。 当天，
共筹集爱心款10420元。 爱心拍卖会的组
织者介绍： “我们将按月把生活费送到孩
子爷爷奶奶手上， 款项的开支在微信公众
号公布， 做到公开透明。”

� � � �湖南日报8月13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
讯员 陈健林)“宋老师，我也买两套，你为
我们文学界做出了榜样，值得我们学习。 ”
8月13日， 江永县作家熊国剑在电商街举
行的义卖签书会上， 购买了纪检干部宋飞
云创作的散文集《抬头见天》、诗歌集《岁月
有多长》。 本次活动面向社会义卖2000套
书籍， 获得的10万元书款通过县义工协
会， 全部用于资助贫困生家庭和今年考上
大学的寒门学子。

宋飞云是江永县纪委监察局的纪检
干部，今年3月，她与江永义工协会签订了
一份《书稿赠予协议》。协议明确，宋飞云原
创的一切书稿， 包括今后创作的书稿全部
赠予义工协会。 义工协会将受赠的书稿通
过正规出版社合法出版发行后， 义卖所得

全部用于慈善事业。“大学新生马上就要开
学了，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我相信这
批书籍会很快售完。 ”宋飞云告诉记者，近
些年， 她亲眼目睹了一些寒门学子因贫困
交不起学费， 所以想出几本书资助山区的
孩子圆“求学梦”。

“宋姐这一爱心满满的善举，值得我们
学习， 这是江永义工协会收到的最大一笔
善款。我们一定把爱心款用在刀刃上，把每
一分钱都用于资助贫困学生。”江永县义工
协会会长何燕姣感动地说。 据悉，多年来，
宋飞云经常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掏钱资助
山区的孩子，用手中的笔写文章、出书奉献
爱心。宋飞云的第一本诗文集《嘴唇花》，义
卖后筹款2.86万元，资助3名寒门学子顺利
步入大学殿堂。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通讯员 孙明伟

傍晚时分，随着《花篮里花儿香》的乐曲
响起， 一队队藏香猪猪仔在大猪的带领下，
争先恐后地跑向猪舍， 场面蔚为壮观。 8月
10日， 记者在安化县冷市镇董家村梁立民的
藏香猪养殖场见到了这一幕。 他的养殖场现
有藏香猪1200头。

今年45岁的梁立民原是旅游大巴驾驶
员， 拥有5台旅游大巴车。 常年驾车在全国
各地旅游的梁立民见多识广， 了解到了藏香
猪和其养殖特性。 正宗的藏香猪生活在山林
之中， 嗅觉灵敏， 能奔擅跑。 而他老家安化
县冷市镇的乌云界山脉的野生动植物种类繁
多， 林下资源极为丰富， 水质洁净， 是养藏
香猪的绝佳之地。 于是， 2013年， 梁立民放
下手中的方向盘， 带着妻子毅然回到董家村
创业。

藏香猪是西藏高原特有的一种高原放牧
型原始猪种。 养藏香猪， 好的猪种是第一位
的。 梁立民起初去湖北、 四川和云南等地引
种， 曾经上过当受过骗， 由于品种不纯正，
他也交过“学费”。 后来， 他去藏香猪种最
优的西藏林芝地区的工布江达县， 以每只
1800元的价格， 分3次引回了48只纯正的猪
种， 并注册了“安化县乌云界藏香猪原生态
养殖专业合作社”。

创业艰苦磨难多。 为了保持品种纯正，
避免近亲繁殖。 2014年底， 梁立民租车去西
藏买良种公猪， 在西藏芒康县国道318线上
出了车祸，损失30多万元，但所幸捡回了一条
命。 在镇村两级干部的帮助和支持下，梁立民
依靠敢闯、敢拼、敢干，逐步发展起来，到目前
已累计投资400余万元， 拥有母猪舍1200平
方米、荒山围栏7000余亩。

梁立民说，林中青枝绿叶、各种中草药材

以及各种野生菌类、野瓜野果、各类根茎和小
动物等均为藏香猪的主要食物。 他说 ：“藏香
猪生长慢，一年只能长25公斤，长到40公斤左
右要16个月左右。 ” 但售价不错，一头出栏的
藏香猪要卖3000元左右， 净肉卖到了160元
一公斤。 现在梁立民销售市场不愁，年销售额
达到了100多万元。

而今的梁立民， 俨然成了乡亲们眼中的
致富能手。“我是贫困家庭成长的孩子，我对贫
困农户感情很深。”这是梁立民经常挂在嘴边的
一句话。他在致富后，就开始着手准备帮助乡亲
们脱贫，在他的合作社里，用工从来都是优先考
虑贫困户。 几年来， 他累计解决贫困人口就业
60余人，辐射收益人群达500余人，梁立民成了
乡亲们常常念叨的“好伢子”。

为帮助贫困农户致富奔小康，梁立民前不
久决定以合作社的名义提供500头断奶藏香
猪，由贫困农户领养，养殖周期为一年，合作社
全程参与指导养殖，农户不需操心技术、销售、
防疫等环节，每头猪可为农户净增收2000元以
上。 目前，仔猪预订量已经突破100余头。

� � � �湖南日报8月13日讯 （金慧 李敏） “阿
姨， 社区明年还会举办夏令营吗？ 我还想
来！” 8月11日上午， 为期20天的“晨曦之
家·梦想启航” 暑期公益夏令营举行结业典
礼， 来自长沙市天心区紫荆花幼儿园的王思
思小朋友期待地问工作人员。

“晨曦之家” 公益项目是天心区书院路

社区联合圣吉青少年心智模式研究中心、 依
托优秀社工资源进行的“三社联动” 探索项
目， 通过为青少年提供第三方教育空间———
社区， 在社工老师的带领下， 开展丰富多彩
的益智游戏、 举办爱老敬老文艺汇演等活
动， 使青少年由“人与物” 之间的交互向
“人与人” 之间的交互进行转变。

近年来， 长沙市致力于打造以社区为平
台， 以社会组织为载体， 以专业社工人才队
伍为支撑的社区治理和服务的“三社联动”
机制。 通过构建“三社” 培育机制、 资源对
接机制、 供需对接和联动保障机制， 大大提
升了社区治理和服务能力。 目前全市共有社
会组织4700多家， 持证社工3400余人， 专
业社工机构92家。 2016年， 市本级用于支持
“三社联动” 资金突破2000万元， 社区、 社
会组织、 社工人才三者良性互动格局基本形
成。

� � � � 湖南日报8月13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黄林 ）
受连日暴雨影响， 岳阳县、 平江县6段省道、 县道交通受
阻。 截至13日18时， 岳阳市公路部门已抢通5段， 省道
306双港桥路段因桥面被水冲毁， 暂未恢复交通。 公路部
门提醒， 往返平江县、 岳阳县车辆可走省道308和京港澳
高速。

记者从岳阳市公路局获悉， 位于岳阳县月田镇的省
道306双港桥， 是连接岳阳县和平江县的主要道路。 当地
已组织修建临时便道， 供沿线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 在
桥两头设置班车接驳点， 方便旅客接驳通行。

由于该桥受损严重， 公路部门将组织相关单位进场
设计、 施工， 对该桥进行拆除重建。

� � � �湖南日报8月13日讯 （通讯员 陆佳欣 记者 邓晶琎）
“非常好，很愉快的一次合作。 ”12日，桂东高山黄桃种植户
黄常福打开网页，收到了一条采购商的留言。 8月以来，30
余家桂东当地黄桃供应商和种植户，搭乘电商“快车”，已
销售黄桃10万公斤。

据了解，桂东县已有上千年的黄桃栽培历史，是当地

农民主要收入来源。多年来受物流、营销不畅等影响，桂东
黄桃销售能力有限。

今年，桂东县黄桃总产量达30万公斤。 为突破销售瓶
颈，桂东县与中国惠农网合作，邀请了全国50多家优质采
购商深入桂东黄桃基地调研和产销对接，并搭建黄桃网上
商城，改变了传统营销方式，拓展了黄桃销售渠道。

创业记

精准扶贫 在三湘 湘雅乡情满瓷城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通讯员 罗健东 钟振兰

名片
� � � �蓝利丽，1994年出生，畲族，桂东县唯
一的畲族村中坑村的蓝氏后裔。 她与哥哥
传承并创新畲族蓝氏祖辈的传统制茶技
艺，探索制作的金观音红茶口感颇好，在湖
南达到领先水平，并心系茶农，带动贫困户
脱贫。

� � �故事
� � � �在桂东县，提起蓝老爹牌红茶，可谓无
人不知， 无人不识。 蓝老爹牌红茶的创始
人，并非老爹爹，而是90后女孩蓝利丽。

大暑时节， 在桂东县清泉镇玲珑王茶
园， 记者见到了正在向茶农传授有机茶培
管经验的蓝利丽。 这个皮肤晒得黝黑的姑
娘， 尽管只有23岁， 却已经在茶业里摸
爬滚打了7年。

蓝利丽家所在的清泉镇畬族中坑村，
坐落在桂东与江西左安交界的罗霄山脉
深处。 明末清初， 畲族蓝氏祖辈从广东嘉
应 （现梅州市） 迁至桂东。 畲族祖辈的制
茶技艺代代相传， 种茶、 制茶、 卖茶的蓝
氏老人被尊称为“蓝老爹”。

蓝利丽的父亲蓝舜优就曾是一位“蓝
老爹”。 她清晰地记得父亲为提高制茶技
艺， 带领村民日复一日地实验； 一批批鲜
叶杀青， 制茶技艺却没有明显提高， 父亲

屡屡在屋檐下跺脚哀叹。
2010年，桂东县全额资助贫困茶农去

湖南农业大学茶学院学习。“家里穷，想把
握住难得的机会。 ”于是，年仅16岁的蓝利
丽放弃了高中学业，踏上了与茶共生之路。

没曾想到， 2012年蓝利丽的父亲病
重不能下床， 一年后父亲的不幸离世让原
本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堆在家里的茶叶
卖不出， 村民的鲜叶款没有追回， 一件件
事情， 让我几近崩溃。” 回想曾经的艰难，
蓝利丽伤感落泪。

看着哥哥蓝凯明早出晚归、 求人买
茶， 回家还要照顾家人、 安慰自己， 蓝利
丽感到自己不能再拖后腿， 于是下定决
心， 与哥哥一起继承父业。

求学期间， 在一次调研课程中， 听到
老师讲市场上红茶的需求量不断增大， 回
想起父亲生前提高桂东红茶传统制作工艺
的嘱托， 蓝利丽开始沉下心研究红茶。

“那时正值夏季， 鲜叶成本相对春季
低， 但夏秋茶苦涩的问题， 在全省乃至全
国， 都难以解决。” 说起制茶工艺， 蓝利
丽滔滔不绝。 为此， 她去云南、 贵州、 浙
江、 福建等地考察调研； 同时， 蓝凯明在
家将桂东已有品种全部制成红茶进行对
比。 兄妹二人不谋而合， 终于找到了适合
制作红茶的优质品种———金观音。

湖南农业大学教授朱期、 省茶叶研究
所首席专家包小村等都被她的执着感动，
也称赞她对茶的悟性高。 在专家帮助下，
蓝利丽对红茶品种、 工艺进行双重创新。
成百上千次实验后的金观音， 终于得到了
较优参数， 在香气、 滋味、 汤色等方面表
现出绝佳优势。

带着父辈的遗愿、 带着创业的激情、
带着对茶农的感恩， 2013年蓝利丽与哥
哥一起创办了蓝老爹茶叶开发有限公司。
目前， 蓝老爹公司生产的红茶达到了湖南
领先水平， 产品供不应求， 年销售茶叶2
万多公斤。

生意越来越好了， 公司对畲家茶农的
让利更大了。“我们从贫困的小山村成长起
来，也努力让中坑村不再有贫困户。 ”蓝利
丽说，4年来不断与茶农签订帮扶协议，共
带动400余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 为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每年人均增收2000元。

蓝利丽：
做湖南最好的红茶

蓝利丽 图/傅汝萍

爱心拍卖会为贫困生筹款万余元

江永县纪委干部宋飞云义卖新书
10万元书款捐赠贫困生

乌云界上奔跑藏香猪

“三社联动”探索夏令营新模式
长沙社区、社会组织、社工已形成良性互动格局

省道306岳阳县至平江县段交通中断
往返车辆可走省道308和京港澳高速

搭乘电商“快车”
桂东销售黄桃10万公斤

� � � � 8月13日，湘西经开区产业中心，求职者在应聘。今年以来，该区每月定期举办“招
聘日”活动，帮助驻区企业广纳英才，解决用工问题，同时为当地群众提供就业岗位。
当天，共有29家企业参加现场招聘，提供普工、机修、文员、销售等工作岗位1500余个。

张术杰 宋桂芳 摄影报道

“招聘日”缓解用工难


